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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

联系统，包括3号机组和4号机组，3号机组通过6

千伏3A段、6千伏3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3段，

4号机组通过6千伏4A段、6千伏4B段分别连接至6

千伏脱硫4段，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布置

在6千伏脱硫电汇室内，6千伏脱硫3段上连接有

一联络开关，6千伏脱硫4段上连接有一联络手

车，联络手车处于常合状态，联络开关与联络手

车之间通过联络线连接，6千伏脱硫3段与6千伏

脱硫4段之间通过联络线互联互通，3号机组与4

号机组之间厂用电通过联络线实现互联；本实用

新型解决了3号机组、4号机组在02启动变检修期

间一旦发生跳闸安全停机风险大和没有厂用电

源启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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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包括3号机组和4号机组，所述3号机组运行所需的

厂用电源由3号厂高变和3号高压公用变供，所述4号机组运行所需的厂用电源由4号厂高变

和4号高压公用变供，所述3号机组、4号机组的启动电源、事故备用电源均来自02号启动变，

所述3号机组通过6千伏3A段、6千伏3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3段，所述4号机组通过6千伏

4A段、6千伏4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4段，其特征在于：所述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

布置在6千伏脱硫电汇室内，所述6千伏脱硫3段上连接有一联络开关(101)，所述6千伏脱硫

4段上连接有一联络手车(102)，所述联络手车(102)处于常合状态，所述联络开关(101)与

联络手车(102)之间通过联络线(103)连接，所述6千伏脱硫3段与6千伏脱硫4段之间通过联

络线(103)互联互通，所述3号机组与4号机组之间厂用电通过联络线(103)实现互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02号启动变通过

6千伏公用3段、6千伏公用4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输煤3段、6千伏输煤4段，所述3号机组的3号

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连接6千伏公用3段，所述4号机组的4号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连接

6千伏公用4段。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联络开关(101)

的柜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且由上至下依次为控制保护舱(104)、开关舱(105)、接地刀舱

(106)，所述开关舱(105)内部设置有6千伏真空断路器，所述6千伏真空断路器用于接通和

断开联络线(10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保护舱

(104)内部设置有控制回路和保护回路，所述控制回路用于接收操作人员的指令分合开关，

所述保护回路由保护装置(114)、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组成，所述保护装置(114)在电流

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检测到电路故障时跳开开关以防止设备造成损坏。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保护舱

(104)外侧设置有带电指示灯(107)和操作钮指示灯(108)，所述控制保护舱(104)内设置有

温湿度控制器(109)，所述温湿度控制器(109)分别电连接控制回路、保护回路。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地刀舱(106)

内部设置有三相强电回路接地闸刀，所述接地闸刀在3号机组、4号机组正常工作时拉开，所

述接地闸刀在02号启动变检修时验明无电后合上，以将强电回路接地。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舱(105)、接

地刀舱(106)上分别开设有开关进出舱操作孔(110)、接地刀操作孔(111)，所述开关舱

(105)上装设有开关观察窗(112)，所述接地刀舱(106)上装设有接地刀观察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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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发电厂用电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电厂高压厂用电源接线如附图1所示，3号机组、4号机组正常运行中，维持机

组运行所需的厂用电源分别由每台机组厂高变和高压公用变供，而机组的启动电源、事故

备用电源均来自02号启动变。在02号启动变检修期间，运行中的3号机组、4号机组的厂用电

电源失去备用，运行机组厂用电运行方式薄弱。根据电厂厂用电接线实际情况，3号机组、4

号机组在02号启动变检修期间一旦发生运行机组跳闸，跳闸机组厂用电源即失去，不但威

胁安全停机，还面临着机组重新启动没有启动电源的问题。鉴于以上原因，电厂02号启动变

的检修时机很难确定，造成设备检修超期现象。因此，3号机组、4号机组厂用电运行的可靠

性及灵活性急需提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

统，解决了3号机组、4号机组在02启动变检修期间一旦发生跳闸安全停机风险大和没有厂

用电源启动的问题，大大提升了使3号机组、4号机组厂用电可靠性及灵活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包括3号机组和4号机组，

所述3号机组运行所需的厂用电源由3号厂高变和3号高压公用变供，所述4号机组运行所需

的厂用电源由4号厂高变和4号高压公用变供，所述3号机组、4号机组的启动电源、事故备用

电源均来自02号启动变，所述3号机组通过6千伏3A段、6千伏3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3

段，所述4号机组通过6千伏4A段、6千伏4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4段，所述6千伏脱硫3段、

6千伏脱硫4段布置在6千伏脱硫电汇室内，所述6千伏脱硫3段上连接有一联络开关101，所

述6千伏脱硫4段上连接有一联络手车102，所述联络手车102处于常合状态，所述联络开关

101与联络手车102之间通过联络线103连接，所述6千伏脱硫3段与6千伏脱硫4段之间通过

联络线103互联互通，所述3号机组与4号机组之间厂用电通过联络线103实现互联。

[0005] 进一步地，所述02号启动变通过6千伏公用3段、6千伏公用4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输

煤3段、6千伏输煤4段，所述3号机组的3号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连接6千伏公用3段，所述4

号机组的4号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连接6千伏公用4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联络开关101的柜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且由上至下依次为控制保

护舱104、开关舱105、接地刀舱106，所述开关舱105内部设置有6千伏真空断路器，所述6千

伏真空断路器用于接通和断开联络线103。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保护舱104内部设置有控制回路和保护回路，所述控制回路用

于接收操作人员的指令分合开关，所述保护回路由保护装置114、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组成，所述保护装置114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检测到电路故障时跳开开关以防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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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坏。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保护舱104外侧设置有带电指示灯107和操作钮指示灯108，所

述控制保护舱104内设置有温湿度控制器109，所述温湿度控制器109分别电连接控制回路、

保护回路。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接地刀舱106内部设置有三相强电回路接地闸刀，所述接地闸刀在

3号机组、4号机组正常工作时拉开，所述接地闸刀在02号启动变检修时验明无电后合上，以

将强电回路接地。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开关舱105、接地刀舱106上分别开设有开关进出舱操作孔110、接

地刀操作孔111，所述开关舱105上装设有开关观察窗112，所述接地刀舱106上装设有接地

刀观察窗113。

[0011] 本实用新型同现有技术相比，联络开关为就地分合方式，操作需当班值长下令操

作，3、4号机组机组运行期间，本系统置于冷备用状态；02号启动变检修期间，如发生一台机

组跳闸，则跳闸机组厂用电失去，此时由值长发令，断开跳闸机组厂用段、脱硫段上所有开

关，空出厂用段、脱硫段母线，将本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改热备用(将联络手车及联

络开关由隔离/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二次回路送电)，通过合上联络开关空充脱硫段母

线，再通过脱硫段倒供失电机组厂用段；待厂用段受电后，逐步恢复各厂用负载运行，恢复

时需注意运行机组各电源电流不超额定、电压正常，跳闸机组单侧启动后，尽快恢复厂用电

自带，厂用电切换时，可采用并联切换方式。综上：本实用新型利用3、4号机组的6千伏脱硫

段上的备用开关仓位，在6千伏脱硫3、4段电汇间新增一段跨接联络线，解决3、4号机组在02

启动变检修期间一旦发生跳闸安全停机风险大和没有厂用电源启动的问题，使02号启动变

检修工作可以大胆开展，使3、4号机组厂用电可靠性及灵活性得到很大的提升，值得推广应

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改进前的电厂高压厂用电源接线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强电回路部分；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二次回路部分；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联络开关、联络手车、联络线的连接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联络开关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01、联络开关  102、联络手车  103、联络线  104、控制保护舱  105、开关舱 

106、接地刀舱  107、带电指示灯  108、操作钮指示灯  109、温湿度控制器  110、开关进出舱

操作孔  111、接地刀操作孔  112、开关观察窗  113、地刀观察窗  114、保护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0019] 如附图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包括3号机组和

4号机组，3号机组运行所需的厂用电源由3号厂高变和3号高压公用变供，4号机组运行所需

的厂用电源由4号厂高变和4号高压公用变供，3号机组、4号机组的启动电源、事故备用电源

均来自02号启动变，3号机组通过6千伏3A段、6千伏3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3段，4号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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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6千伏4A段、6千伏4B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脱硫4段；02号启动变通过6千伏公用3段、6千

伏公用4段分别连接至6千伏输煤3段、6千伏输煤4段，3号机组的3号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

连接6千伏公用3段，4号机组的4号高压公用变通过电源线连接6千伏公用4段；6千伏脱硫3

段、6千伏脱硫4段布置在6千伏脱硫电汇室内，6千伏脱硫3段上连接有一联络开关101，6千

伏脱硫4段上连接有一联络手车102，联络手车102处于常合状态，联络开关101与联络手车

102之间通过联络线103连接，6千伏脱硫3段与6千伏脱硫4段之间通过联络线103互联互通，

3号机组与4号机组之间厂用电通过联络线103实现互联。

[0020] 其中，联络开关101的柜体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且由上至下依次为控制保护舱104、

开关舱105、接地刀舱106，开关舱105内部设置有6千伏真空断路器，6千伏真空断路器用于

接通和断开联络线103。控制保护舱104内部设置有控制回路和保护回路，控制回路用于接

收操作人员的指令分合开关，保护回路由保护装置114、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组成，保护

装置114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检测到电路故障时跳开开关以防止设备造成损坏，控制

保护舱104外侧设置有带电指示灯107和操作钮指示灯108，控制保护舱104内设置有温湿度

控制器109，温湿度控制器109分别电连接控制回路、保护回路。接地刀舱106内部设置有三

相强电回路接地闸刀，接地闸刀在3号机组、4号机组正常工作时拉开，接地闸刀在02号启动

变检修时验明无电后合上，以将强电回路接地。开关舱105、接地刀舱106上分别开设有开关

进出舱操作孔110、接地刀操作孔111，开关舱105上装设有开关观察窗112，接地刀舱106上

装设有接地刀观察窗113。

[0021]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本实用新型增加3、4号机组6千伏厂用段互连通道。其强电回

路部分如附图2所示，云线内部为增加的强电回路部分。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布置

在6千伏脱硫电汇室内。可利用两条电汇上的备用仓位及备用开关通过联络线实现互连，因

两段电汇上备用开关已有，故只需增加一段联络线即可实现。如附图4所示，在原有两条6千

伏脱硫段(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上各选择一个备用开关，在开关舱后增加一段三

相共箱导线互联，互联的6千伏脱硫3段开关命名为6T3T4，互联的6千伏脱硫4段开关命名为

6T4T3(处于常合状态，充当隔离小车使用)。当6T4T3在工作位置合闸且6T3T4也在工作位置

合闸时，可实现两条脱硫电汇之间互联互通，机组之间厂用电实现互联运行。6千伏脱硫3/4

段联络开关6T3T4柜体布置如附图5所示。柜体分上中下三部分，从上至下分别为控制保护

舱、开关舱和接地刀舱。开关舱内部设置6千伏真空断路器(开关)，负责接通和断开高压强

电回路，实现两条电汇的互联互通。控制保护舱内部设置控制回路和保护回路，控制回路负

责接收操作人员的指令分合开关；保护回路由综合保护装置和电流、电压互感器组成，负责

在电路故障的时候由保护装置跳开开关，防止设备造成损坏。接地刀舱内部设置三相强电

回路接地闸刀，正常工作时，接地闸刀拉开；在设备需要检修时，需验明无电后合上接地闸

刀，将强电回路接地，保证检修人员安全。

[0022] 现以02号启动变检修期间3号机组运行、4号机组需要启动电源的工况为例，3号机

组通过6千伏3A段带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3段通过新增的联络线带6千伏脱硫4段，6千

伏脱硫4段通过原有的两条电源线倒供带6千伏4A段、6千伏4B段。4号机组即可启动。

[0023] 本实用新型的电源容量：原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及其两路电源线，设计之

初可以带机组增压风机运行(电源进线原额定电流1123A)，后机组进行“引增合一”改造，增

压风机从6千伏脱硫3段、6千伏脱硫4段上取消，而脱硫3、4段其它负载增加不多，故电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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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本身容量满足机组启动需要。在实际倒供过程中，3号机组可以适当转移厂用负荷，4

号机组可以选择单侧辅机启动方式。根据历次机组启动时厂高变负载数据(单侧电流不超

过900A)，该电源容量完全满足机组单侧启动要求。另外，3(4)号厂高变低压侧额定电流

2886A，可满足运行机组负荷和临机启动需要。

[0024] 本实用新型的二次回路设计：本系统的设计为02号启动变检修期间3、4号机组6千

伏厂用段互供的方案。为此，在联络线实现互供的条件中仅考虑一台机组厂用电正常而另

外一台机组厂用电失去的情况。逻辑如附图3所示。

[0025] (1)6千伏脱硫3/4段联络手车6T4T3从隔离/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的允许条件

(以下条件均满足)：1)6千伏脱硫3段的两路电源进线开关(6千伏脱硫3段电源A受电开关

6T33A和6千伏脱硫3段电源B受电开关6T33B)全部分闸或6千伏脱硫4段的两路电源进线开

关(6千伏脱硫4段电源A受电开关6T44A和6千伏脱硫4段电源B受电开关6T44B)全部分闸。2)

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在隔离/试验位置。3)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在断

开状态。

[0026] (2)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从隔离/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的允许条件

(以下条件均满足)：1)6千伏脱硫3段的两路电源进线开关(6千伏脱硫3段电源A受电开关

6T33A和6千伏脱硫3段电源B受电开关6T33B)全部分闸或6千伏脱硫4段的两路电源进线开

关(6千伏脱硫4段电源A受电开关6T44A和6千伏脱硫4段电源B受电开关6T44B)全部分闸。2)

6千伏脱硫3/4段联络手车6T4T3在工作位置。3)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在断开状

态。

[0027] (3)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合闸的允许条件(以下条件均满足)：1)6千伏

脱硫3/4段联络手车6T4T3在工作位置。2)6千伏脱硫3段的两路电源进线开关(6千伏脱硫3

段电源A受电开关6T33A和6千伏脱硫3段电源B受电开关6T33B)全部分闸或6千伏脱硫4段的

两路电源进线开关(6千伏脱硫4段电源A受电开关6T44A和6千伏脱硫4段电源B受电开关

6T44B)全部分闸。3)6千伏脱硫3段的电压正常且6千伏脱硫4段的电压为0或6千伏脱硫4段

的电压正常且6千伏脱硫3段的电压为0。4)6千伏脱硫3/4段联络开关6T3T4在工作位置或隔

离/试验位置。

[002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火力发电厂厂用电互联系统使用后，利用3、4号机组的6千伏脱

硫段上的备用开关仓位，在6千伏脱硫3、4段电汇间新增一段跨接联络线，从而解决了3、4号

机组在02启动变检修期间一旦发生跳闸安全停机风险大和没有厂用电源启动的问题，使02

号启动变检修工作可以大胆开展，最终使3、4号机组厂用电可靠性及灵活性得到很大的提

升。

[0029] 本实用新型并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实

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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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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